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  (VAPOR STONE RAIL SYSTEMS) 在普拉茨堡

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擴建   

  

公司計劃創造  50 多個新工作崗位，這鞏固了本州對紐約州北部地區交通設施的歷

史性投資   

  

普拉茨堡國際機場將於今年秋季完成  3,810 萬美元的轉型   

  

施工照片請見  此處  ，無人機視頻請見  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美國西屋制動公司  (Wabtec Corporation) 旗下的蒸氣

石鐵路系統公司擴大其業務，並在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普拉茨堡鎮  

(Plattsburgh) 創造  52 個新工作崗位。該公司以其公共交通部件而聞名，1998 年以

來始終在普拉茨堡運營，將在機場設施附近租賃  60,000 平方英呎的製造空間和倉

庫空間。今天的公告鞏固了州長  3,810 萬美元的承諾，把普拉茨堡國際機場轉變為

現代化的交通和經濟發展中心。該機場項目是州長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

和振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的內容，進一步推動了本州重新構想和重建紐約交通網關的承諾，預計將於今年秋

季完成。 

  

「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正在迅速成為  21 世紀的交通樞紐，改變居民和遊客的出行方

式，同時在整個地區培育新商業機會，」州長葛謨表示。「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

不僅投資擴建其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工廠，而且還投資於員工培訓，這將有助於為該

地區辛勤工作的男女提供高薪工作。」   

  

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計劃投資近  250 萬美元用於機械、搬遷費用和員工培訓，  

以安裝目前正在建設的  60,000 平方英呎的新設施。新大樓是普拉茨堡國際機場升

級項目的內容，由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和普

拉茨堡建設公司  (Th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開展公私合作提供支持。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還將提供高達  70 萬美元的基於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Plattsburgh-International-Airport-image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joEfdv9So&feature=youtu.b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32nd-proposal-2017-state-state-38-million-revitalization-plattsburgh


績效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 退稅額，以支持創造至少  52  

份新的全職工作。該公司還計劃保留目前位於普拉茨堡的近  100 名員工。 

  

機場利用 3,810 萬美元資金實施改造，最初作為第二輪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

展和振興競賽的內容，該競賽在葛謨州長  2017 年州情咨文中公佈。該項目最具影

響力的部分關注設施現代化建設，以支持普拉茨堡及整個紐約州北部地區及其周邊

不斷增長的運輸設備和航空航天工業。  

  

3 月，工作人員完成拆除  8 座現場建築和安裝登機橋。他們還開始建造新的多式

聯運大樓，以及通用航空和貨運海關設施。四座輕工業建築、兩個飛機庫和一個租

賃汽車設施正在進行裝修，同時修復主要的航站樓停車場，並在航站樓內建造特許

經營鋪位。整個項目預計將在今年秋季完成，該項目將支持  800 多個建築工作崗

位。 

  

美國西屋制動公司是一家全球供應商，為鐵路和運輸行業提供基於增值技術的產品

和服務。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由蒸汽鐵路公司  (Vapor Rail) 和石氣公司  (Stone Air) 

合併而成，在行業內帶頭開展地鐵軌道門系統以及通勤和旅客列車空調系統配件的

設計、開發、原型設計、製造和銷售。迄今為止，該公司已在全球公共交通領域製

造了  20 多萬輛列車和地鐵車門。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對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的戰略投資以及該地區不斷增長的交通運輸

集群正在使像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這樣的公司得以擴展，從而為紐約州北部地區帶

來新就業和更多的機會。」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葛謨州長改善主要交通基礎設施來利用私人經濟

投資，這個富於遠見的戰略再次帶來紅利，這次投資刺激商業活動並在普拉茨堡創

造新就業機會。普拉茨堡國際機場轉變為主要的交通和經濟中心，這將繼續鼓勵企

業擴展並遷移到紐約州北部地區。」   

  

美國西屋制動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雷蒙德  T. 貝特樂  (Raymond T. Betler) 表示，

「我們很高興能夠投資這一重要的擴張，並期待繼續利用這些設施為全球的交通客

戶提供服務。」   

  

建設公司  (Th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DC)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小保爾  A. 格拉

索  (Paul A. Grasso，Jr.) 表示，「建設公司很自豪見證普拉茨堡國際機場這一決定

性的時刻，並迎接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成為  TDC 的租戶。規劃良好的機場工業園

區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吸引力，而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作為主要租戶將成為未來發



展的催化劑。該項目展現了公私合作關係怎樣幫助創造良好的製造業工作崗位，  

並幫助發展我們的工業稅基來改善地區的生活質量。」   

  

北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North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北部地區商會  (North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嘉

裡·道格拉斯  (Garry Douglas) 表示，「美國西屋制動公司及其蒸氣石鐵路系統公

司是我們大約  20 年前首次吸引到普拉茨堡的一家運輸設備公司，也是第一家位於

前空軍基地的主要工業公司。現在，在安德魯 ·葛謨州長支持下，特別是他在普拉

茨堡國際機場的主要投資，我們正在確保這一世界級企業的重大擴展，並進一步加

強我們的運輸設備和航空航天公司集群，該集群現已超過五十家企業。感謝美國西

屋制動公司做出承諾並予以信任，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年繼續與他們合作。感謝州長

在紐約州北部地區的非凡投資，這些投資正在取得這樣的進展。」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紐約州對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的投資極為

有利，能夠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和就業增長。我知道葛謨州長及其政府，以及參眾兩

會的同事完全理解我們與加拿大鄰國分享的跨境貿易對於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和本

州經濟至關重要。更大、更好、更高效的機場只會給這一趨勢錦上添花。正如我們

多次見過的那樣，州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對紐約州北部地區來說非常有效，我很

高興參與宣佈這個精彩的公告。」   

  

州眾議員比利·瓊斯  (Billy Jones) 表示，「過去 20 年，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在紐

約州北部地區日常經濟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擴張計畫將使公司的員工人數

增加  50% 以上，加強安全措施併升級該設施以支持整個地區的製造業和航空航天

業。這個公告最激動人心的因素也許是，這個項目將創造  52 個新的全職工作。  

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和振興競賽帶來了許多激動人心的發展機遇，繼續對

普拉茨堡及其周邊地區產生積極影響。我很自豪能夠支持持續的經濟和就業增長，

這將使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居民在未來幾年受益。」   

  

克林頓郡郡議會  (Clinton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哈里·麥克馬納斯  (Harry 

McManus)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持續發展，並歡迎在新經濟

中心擴建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機場獲得這筆撥款，這就是葛謨州長對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提出的願景。公私投資和夥伴關係正在為紐約州北部地區創造就

業機會，我們感謝州長提供持續投資和支持。」   

  

普拉茨堡鎮鎮長邁克爾·卡斯曼  (Michael Cashman) 表示，「蒸氣石鐵路系統公司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始終是社區的重要成員，我們歡迎他們擴展和創造就業計畫。  

本鎮期待在  2018 年再次取得成功，在這一年見證企業繼續增長，並使新企業目睹

我們地區的成功潛力。我們對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目前取得的進展感到鼓舞，並感謝

葛謨州長對本鎮航空航天，運輸和製造業集群的投資。葛謨州長的合作關係正在幫

助我們大家發展普拉茨堡。」   



  

葛謨州長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和振興競賽包括撥款給埃爾邁拉康寧地區

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錫拉丘

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

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這些機場採用大膽的計畫和設計，將提高

安全係數、改善運營和便利度、減少環境影響並打造更美好的乘客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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